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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系列主题第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南阳从百业待兴走向繁荣振兴，从内陆封闭走向开

放创新，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

变。全市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59 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3567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从不足 1亿元增长到

307亿元，古老的南阳大地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近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紧扣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按照‘建

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的目标定

位，探索构建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两个高质量工作体系，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以奋斗实干添彩中

原。”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市长霍好胜在发布会上表示。

新闻发布厅

纪监中原行

·

本报讯（记者 刘勰）9月 24日，十届
省委第七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郑
州召开。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本轮巡视
安排 13个巡视组，对 12个省直单位和
27个省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巡视。

会议强调，本轮巡视要准确把握被
巡视单位的性质、职能与特点，聚焦职
责使命，围绕“四个落实”，深入查找和
推动纠正政治偏差。一方面，要聚焦共
性，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监督检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情况；监督检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监督检查管
党治党“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情况；监督
检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治“四
风”情况；监督检查“以案促改”开展情
况。另一方面，要把准个性，做到“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对省直机关开展巡

视，要盯住履行脱贫攻坚政治责任情
况，盯住贯彻党中央机构改革决策部署
情况，盯住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情况，盯住正风肃纪情况。对省管
企业开展巡视，要盯住党的全面领导落
实情况，盯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情况，
盯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盯住利益
交换输送情况。

据了解，本轮巡视国庆长假结束后
开始进驻，11月底前撤回，现场巡视时
间45天左右。

各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具体授权任
职和任务分工如下：

第一巡视组组长韩斌，副组长韩若
冰、孙志安、苏国志，巡视省自然资源
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

第二巡视组组长高颖照，副组长张
庆祥、刘长顺、周学功，巡视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第三巡视组组长崔绍营，副组长翟迎
波、刘国卯、王松涛，巡视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四巡视组组长李恩东，副组长王

峰、庞景玉、张志坚，巡视省科学技术厅、
省医疗保障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第五巡视组组长李志强，副组长杨
军、郑龙、许竹英，巡视中国平煤神马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巡视组组长吴云，副组长郑新
法、田冠亭、杨文献，巡视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第七巡视组组长许兆儒，副组长靳合
社、李俊江、张尚字，巡视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

第八巡视组组长魏治功，副组长陈
天福、岳希荣、杨松璋，巡视郑州煤炭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原豫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九巡视组组长唐飞，副组长杨慧
中、李笑峰、张国典，巡视河南民航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
司、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巡视组组长王保华，副组长徐
曙光、邵希斌、王彦君，巡视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姚龙其，副组长
杨中军、王志华、仝方存，巡视中原出版
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史战芳，副组长
仲纪伦、杨朝阳、何景利，巡视河南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洛阳单晶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三巡视组组长王富兴，副组长
张若石、朱永飞、于继武，巡视安阳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有限公司、河南豫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③4

本报讯（记者 刘勰）9月 24日，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
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求，深刻领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安排，对本轮巡视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任正晓出席会议并作动员
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孔昌生主持会议并宣
读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
任务分工。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要求，从深刻领悟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中坚定政治巡
视的方向立场，从忠实践行巡视工
作初心使命中把准政治巡视的内涵
要求，从积极推动新时代巡视工作
高质量发展中明晰政治巡视的方法
路径，从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绚
丽篇章中扛稳政治巡视的责任担
当，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实做细政
治巡视。要准确把握省直机关和省
管企业性质、职能与特点，既聚焦共
性又把准个性，在聚焦履行职责使
命中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政治
偏差。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
作为，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提升
巡视监督质量的实际行动。③4

本报讯（记者 刘勰）9 月 23
日，全省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
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推动全省民族工作创新
发展。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戴柏华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
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
聚居地区加快发展，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有效传承，呈现出良好局面。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事

关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提升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准
确把握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要
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
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做好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工作，优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更好地把全省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奋力谱写新时代民族
工作绚丽篇章。要加强党对民族工
作的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改进工作
方法，夯实基层基础，不折不扣落实
好中央、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
部署，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
献。③5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去年一段时间，针对武新利等
人的信访举报满天飞，几乎每天一
封。这说明某些村干部的行为已经
引起了民愤。”日前，郑州市惠济区在
铁炉寨村通报了原村民组长武新利
的判决书和该村近三年来的信访举
报，并作了廉情分析。

眼瞅着昔日的老伙计锒铛入狱，
不少村组干部的额头渗出了豆大的
汗珠。“以前也接受警示教育，但都是
外地的事、别人的事，感觉还是有点
远。现在这些案例都是老熟人，触动
太大了，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铁炉
寨村村委会主任王增艳说。

2019年以来，类似场景在郑州市
各个村庄不断上演，一场场以辖区村
（社区）党员、“两委”干部为主要对象
的“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在全市铺
开。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共组织召开教育活动 850场次，全
市村组干部77163人次接受教育。

村组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
线，是党与人民群众重要的联系纽
带，其自身行为直接关乎党和政府在
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

着眼于加强对村组干部这个新
的监察对象群体的教育和日常监督，
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上热中温下
冷”问题，郑州市纪委监委将以案促
改等工作的重心下移，以“村”为主
体、以“案”为题材、以“廉”为主线，由
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搭台，开展“廉
洁教育村村行”活动，用见人见事的
提点敲“麻骨”、用政策法规指“路
子”，消除廉政教育的末端“盲点”，通
过“点穴式”精准廉洁教育，加强村级
权力有效监督，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以“精
准”为特色务求实效：不拘形式、更接
地气，活动场所不囿于会议室，而是
搬到村头田间，开创了“村头田间+讲
堂”的教育模式——哪个村干部犯了
错误、受了处分，当众宣读处分决定、
让他当众作检讨，一改过去处分决定
作出以后便束之高阁、锁进抽屉的现
象；一村一情、精准点穴，每个村开展
活动前，纪委监委要综合采集司法、
审计、巡察部门和纪委内部的信访、
审理、案管等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根
据各村不同情况选取教育内容，科学
分析、精准点穴，有针对性地开展廉
洁教育，把问题说透、把纪律学透；群
众互动、力求实效，开放的活动场地，
欢迎群众参与，这就给了群众“看”和

“问”的权利，让村组干部真正感受到
群众监督的力量。通过活动搭建的

平台，群众有了说话的地方，村组干
部有了警醒，村务管理更加规范，党
组织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加强。

为做实做细“廉洁教育村村行”活
动，郑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注重抓
好结合，瞄准村级权力运行，不断延伸
监督职能。有的县（市、区）每个村
（居）选聘一名廉情监督员，将监督触
角“一插到底”；有的将“村村行”与政
策宣讲相结合，让村组干部明底线、晓
政策、守规矩；有的则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一对一”挂联村（居），并将活动纳
入正在开展的市县巡察工作中……

廉洁教育村村行，春风化雨沁民
心。“通过扎实开展活动，强化对村组
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规范村级
权力运行，真正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的延伸，夯实了乡村治理根
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
保障。”郑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周富强如是表示。③4

十届河南省委第七轮巡视工作启动
十届省委任命各巡视组组长及任务分工

郑州市扎实开展“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

瞄准村级权力 强化监督执纪

全省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召开

谱写新时代民族工作绚丽篇章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强调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新一轮巡视任务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第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南阳：“两个高质量”发展活力澎湃

20182018年年

全市森林面积达全市森林面积达 18221822万亩万亩
造林总量居造林总量居全省首位全省首位
森林覆盖率达森林覆盖率达4040..55%%
成功创建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筑牢高质量发展支撑

南阳把实施“两轮两翼”战略、重
抓九大专项，作为落实河南打好“四
张牌”要求的具体行动，不断提升经
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以
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装备
制造、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正在向千
亿级迈进，森霸光电、福森药业成功上
市，中光学超硬功能光学镀膜、乐凯华
光印刷新材料等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的项目“平地起谷堆”，一批百亿
级园区和百亿级龙头企业正在形成。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初显。成功
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近两年增加 79 家、达 138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到40.9%。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中心
城区建成面积达 155平方公里、人口
160万人，规划 96平方公里的南阳新
城区，突出“满城绿色半城水”的理念，
建设大幕全面拉开；县域经济持续壮
大，邓州、唐河、西峡入选2018年中国
中部县域经济百强名单，建成 19 个

“全国重点镇”，城镇化率达46.2%。
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焦柳、

宁西铁路在南阳交会，蒙华铁路、郑
万铁路即将通车，高速公路路网持续
加密，唐河复航工程即将开工，预计
南阳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
人次，中部地区一个新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正在形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主

产区，南阳扛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
完善德治、自治、法治相结合基层治
理体系，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呈现出
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迸发，城乡居民安
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目前，南阳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亿
斤以上，培育了果药菌菜、苗木花卉、畜
禽养殖等特色产业，壮大了牧原股份、
想念食品、科尔沁牛业等龙头企业，绿
色有机农产品认证数量居全国省辖市
之首，农产品出口额占全省的一半左
右，成功创建全国首个食品农产品出口
质量安全示范市。2019年世界月季洲
际大会在南阳成功举办，超过6000个
月季品种集中亮相，惊艳了世界。

厚植生态优势
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

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南阳建立健全
水质保护长效机制，举全市之力做
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保水质、护运
行工作，水质始终保持在Ⅱ类以上
标准，目前已累计向北京、天津、河
北等沿线地区送水超过 240 亿立方
米。

持续开展大造林大绿化。成功
争取并启动一期投资 125 亿元的国
家储备林项目，加快推进伏牛山世
界 植 物 大 观 园 等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
2018 年，全市森林面积达 1822 万
亩，造林总量居全省首位，森林覆盖
率达 40.5%，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

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
力推进“三散”整治，空气质量持续好
转；全面推行“河长制”，国控、省控河
流断面水质平均达标率超过90%，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顺利通过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试点验收。

保障改善民生
添彩高质量发展成色

这些年，南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2014年以来累计61.84万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5.52%下降到1.88%，提
前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探索实施的“医保救助工程”、牧原“3+
N”扶贫模式在全国推广。

集中力量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超过 80%，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医疗保障、社
会保障、平安建设等方面不断提质提
效，涉疆服务管理工作经验被誉为新
时代“枫桥经验”在南阳的创新发展，
扫黑除恶成效居全省前列，连续 5年
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省辖市”。

大力弘扬主旋律。持续传承创
新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恢复卧
龙岗等重点文化项目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乡村教
师张玉滚和火海救人英雄王锋等一
批“南阳好人”闻名全国。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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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 24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在郑州
分别会见了参加 2019 数字经济峰
会暨河南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国际交
流会的NIIT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
局主席维吉·塔塔尼一行和芬兰驻
华大使肃海岚一行。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前来参
加 2019 数字经济峰会暨河南智能
产业生态建设国际交流会的嘉宾表
示欢迎。他说，此次峰会是河南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
也是紧抓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在 5000 年中华文明史中，

有 3000 多年都是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河南户籍人口居全国
首位，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位，投资
和消费需求都很旺盛；河南是全国
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
纽，一系列国家战略相互叠加。真
诚希望各位嘉宾发挥在数字经济领
域的独特优势，开展更有深度和更
加务实的合作，一步一个脚印推动
投资项目落地见效。

会见时，嘉宾们一致表示，河南
近年来的发展成就令人鼓舞，数字
经济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愿意进一
步加强与河南的沟通交流，推动与
河南在电子信息、教育培训、智慧能
源、航空运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
同发展。③5

一步一个脚印推动投资项目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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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比天大

（上接第一版）让洛宁县罗岭乡前
河 村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三 彩 陶 艺
村。王国生走进前河村，考察乡村
旅游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发展
乡村旅游不要大拆大建、千村一
面，不要盲目跟风、低端复制，要依
托传统村落、传统建筑、农业设施，
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优
秀的乡村文化引领乡村旅游，铸魂
乡村振兴。

洛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宜
阳县洛河龙泉段，王国生实地察看
了河流治理情况，对当地加强流域
系统治理，打造岸绿景美的幸福河、
生态河的做法给予肯定。王国生
说，总书记指出黄河的问题表象在
黄河、根子在流域，要抓住融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的重大机遇，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坚决做好以水润城、
以水富民、人水和谐的高质量发展
大文章。

在香鹿山镇群众之家，郭坪村
村民赵阿利正在办理医保手续，王
国生与她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服务
质量、办事效率等。王国生叮嘱有
关负责同志，要结合第二批主题教
育，真正用好调查研究这个法宝，走
出办公室，走到群众中，以解民忧、
纾民困、暖民心的成效取信于民，切
实把乡镇工作“三结合”的重大要求
落到实处。

王国生还先后来到河南省智能
农机创新中心、格力智能制造产业
园等调研。李亚陪同调研。③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副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